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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地层压力的计算准确与否直接影响深部探井钻井工程的设计和正常施工 ,因而成为提高深井钻探效

率的一个技术关键。在对地层上覆压力、孔隙压力有关计算模式理论研究分析基础上 ,结合深部探井的施工实际情

况 ,对压力计算模式进行了优选 ;建立了综合的钻前、随钻及钻后各环节压力计算的系统化、精确化方案 ;对影响多

数孔隙压力计算模型的正常压实趋势线 ,提出了多种相关的验证修正算法 ;对压力计算过程中一些关键中间环节

参数转换模式进行了探索 ;形成了孔隙压力数据处理系统软件。通过在几口深部探井进行实际应用 ,表明能够使地

层孔隙压力的计算逐步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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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探井是新区第一口井 ,地层孔隙压力的预

测和监测往往十分困难。对地层压力的正确认识 ,能

够为探井 ,尤其是深部探井的井身结构设计、钻井液

性能设计和钻井参数设计提供直接依据 ;对优质高

效安全钻井、减少井下复杂情况、保护油气层、固井、

完井等意义也很重大。

仅仅依赖一种地层压力处理模式或某一种地层

物理性质的测量资料不足以得到可靠的孔隙压力数

据。现有计算孔隙压力模型方法可能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地质和沉积环境而有很大的变化 ,目前还没

有哪种孔隙压力计算模式能够在任何地区一成不变

的加以应用就解决了孔隙压力计算问题。研究表明 ,

深部探井的压力数据处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将多个

方面的资料如何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一个综合的解

释途径 ,应用数据库、数值分析等技术对待钻地层作

出压力预测。本文在对地层上覆压力、孔隙压力等有

关计算模式理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深部探井

施工实际情况 ,对压力计算模式进行了优选 ;建立了

综合的适合钻前、随钻及钻后各环节孔隙压力分析

计算的方案 ;将地质、地震、测井、钻井、测试以及实

验室分析等各方面信息与地层压力问题结合起来 ,

使深部探井的地层压力计算及分析能够较为系统

化、逐步精确化 ,并形成了相应的计算分析软件包。

针对计算孔隙压力时正常压实趋势线较难准确掌握

这一难题 ,通过研究分析 ,提出了多种相关的修正或

反算方法 ,使孔隙压力的定量计算能够进一步提高

精度。对随钻测井或钻后测井资料进行深入解释 ,尽

量获取足够多的信息 ,辅助地层压力的处理和计算 ,

并对一些关键参数的转换模型及计算方法进行研

究 ,如体积密度、横波时差、泥质含量、孔隙度等 ,在

缺少这些参数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所研究的模型方

法用其它资料进行适当的转换计算。

对深部探井来讲 ,压力数据处理系统的核心问

题是预测问题。 无论钻前设计 ,或者实际施工 ,都希

望对待钻进地层有充分的估计。除了邻井资料 ,真正

意义的预测还靠对地震资料的处理。对地震资料的

使用 ,一方面可采用一些直接计算模型方法 ,另一方

面 ,依靠地震与声波测井之间的关系 ,可将声波测井

解释的结果应用于地震资料处理。在钻前环节 ,若能

够参考邻井测井资料的解释及其与地震资料的对比

情况 ,可对过本井地震剖面资料做好解释 ;随钻过程

及钻后 ,充分利用已钻井段测井资料 ,结合地震资

料 ,重新评价深部待钻进地层。

上覆压力确定

上覆压力一般通过密度测井数据的合成来估

计 ,是不能直接测量的。上覆压力的计算误差将会影

响孔隙压力、破裂压力等的计算。

对于测量连续变化的体积密度 ,使用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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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b= 0. 009806× dD0+∫
D

D
o

db dH ( 1)

G0b= 102×
Pob

D
( 2)

db= a+ bΔt　　 (岩石压实 ) ( 3)

db= a+ b
Δt- 180
Δt+ 656

　　 (岩石欠压实 ) ( 4)

式中　　Pob 任意计算井深的上覆压力 , M Pa;

D0 计算段顶界深度 , m;

D 目的点深度值 , m;

d 井段顶界至井口的密度平均值 , g /

cm
3
;

db 地层体积密度 , g /cm
3 ;

Gob 上覆压力梯度 , g /cm
3
;

Δt 地震层速度时差或声波时差测井

读数 ,μs /m;

H 井深 , m。

a、 b可以根据已知的试验资料或相关密度测井

来确定。

上覆压力的计算精确度与所使用的资料及其质

量有关。在浅部地层密度估计通常通过声波测井来

作 ,因为密度测井在浅层受井壁冲刷影响 ,甚至不作

密度测井。在实际压力预测过程中 ,往往难以得到密

度测井资料 ,需要通过地震或声波测井资料来转换。

式 ( 3)和式 ( 4)是两个转换模型
[1 ]

,分别针对岩石压

实的情况和岩石欠压实、未胶结的情况。

孔隙压力计算

孔隙压力也要依据不同钻井阶段实际所能获得

的资料情况选用合适的模型进行计算。

钻前环节 ,如果有参考井资料 ,通过处理 ,确定

待施工井各处理模型的有关系数 ,比如上面介绍的

公式 ( 3)和公式 ( 4)的系数就可以通过地震和声波测

井与密度测井资料的拟合来求得。从而可以利用地

震资料求取本井的体积密度及上覆压力。 利用地震

资料直接计算孔隙压力可用 Fillipono直接法
[ 2]或

转化为时差用 Eaton法 [3 ]等。

在随钻过程中 ,使用钻屑密度录井资料修正钻

前预测体积密度 ,进而重新计算上覆压力、孔隙压

力 ;利用钻井资料 ( dc指数、 Sigma录井资料 )随钻

监测孔隙压力。如有随钻测井资料 ,进行解释 ,确定

与区域相关的相应模型的参考系数 (为地震资料预

测准备 ) ;直接使用密度测井计算上覆压力 ,用声波、

电阻 (导 )率、孔隙度资料计算孔隙压力。在下部井段

钻进之前 ,同样可利用上部井段已测井解释的结果 ,

修正体积密度转换模型及横波转换等有关模型确定

声波与上覆压力、孔隙压力计算的关系模式 ,按修正

后的模型计算未钻进段的上覆压力、孔隙压力 ,这一

点对深井和超深井来说十分重要。

对已钻成井段 ,钻后测井资料的综合处理如同

随钻过程的测井资料处理 ,但钻后测井资料内容更

丰富 ,更有利于精细的确定泥页岩地层 ,确定孔隙度

等。这对孔隙压力的计算过程是有益的 ,而且可以采

用有效应力的方法利用孔隙度资料来计算孔隙压

力 [4 ]。如果有压力显示 (如井涌、溢流等 )或压力测试

资料 ,还可以使用反算法、回归法计算孔隙压力。 孔

隙压力预测模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
[5 ]

,即水平向

的或垂直向的。 垂向模型有时称为直接式的或者说

闭环式的 ,给定孔隙度值 ,则有效应力值 ,即 Pob -

Pp值就能唯一确定。如 P. W. Holbrook有效应力方

法、回归法及等效深度式等。 对水平向的模式 ,正好

相反 ,假定孔隙压力与测量参数的比值经验上相关。

例如 ,声波速度 ,与正常压实趋势线上同一井深的期

望值的比值。 Eaton法、 Ho ttman和 Jonh nson模式

都是这样的例子。对两种模型来说 ,另一个不确定性

是正常压力梯度 ,正常压力梯度可以高达 1. 074g /

cm
3 [5 ]
。因此必须根据所钻地区的实际地质资料确定

的地层水的含盐度等判定正常压力梯度。

水平向模型的一个限制就是正常压实趋势线。

正常压实趋势线要假定为直线或一曲线延伸到计算

深度点。 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对如何建立合适的趋

势线问题研究的较少 ;尤其对深部探井的具体情况 ,

任何建立准确的压实趋势线更是关系到后续孔隙压

力计算的关键问题。因为随井深的增加 ,任何正常压

实趋势线的偏离都会使地层孔隙压力评价误差变本

加历。目前研究情况来看 ,除经验方式建立趋势线 ,

似乎别无它法。

事实上 ,按已知压力点的资料 (井涌、溢流、试压

或试油 ) ,对按正常方法建立的压实趋势线是可以验

证和修正的。修正后的压实趋势线使孔隙压力计算

精确度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在所研究的“科学探索井

地层压力数据处理系统” 中 ,针对压力显示点的多

少分别提出了 3种验证修正方法。

在压力显示点极少时 ,以声波时差预测或检测

孔隙压力梯度常用的比值式为例 ,可将该公式化为

公式 ( 5) ,来检验正常压实趋势点可能的大小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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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算的实际压实趋势点 ,调整正常压实趋势线位置。

Δtn=
Δt
Gp
Gn ( 5)

式中　　Δtn 计算深度点正常压实情况下地震

层速 度时差或声波时差测井读

数 ,μs /m;

Gp 计算深度点已知压力梯度 , g /cm
3;

Gn 正常压实情况下压力梯度 , g /cm
3。

对已知压力显示点较多的情况 ,可采取一种超

定线性方程组的方式来判断实际压实趋势线的形

状。如以常用的处理声波时差的 Ea ton式为例

Gp= Gob - (Gob - Gn )
Δtn
Δt

U

( 6)

式中　　U 与所钻地区有关的 Ea ton指数。

将式 ( 6)取对数 ,对于 3个以上的压力显示点 ,

代入公式后互除 ,可以消除指数 U的影响。

对已知压力显示点很多的情况 ,可以使用迭代

法来描述正常压实趋势线。 仍以处理声波时差的

Eaton式为例 ,按声波时差正常趋势线的确定原则 ,

回归方程为

ΔT= ΔT 0e
- cH ( 7)

式中　　ΔT 0 地面声波时差 ,μs /m;

c 斜率 ;　　 H 井深 , m。

同样 ,对电阻 (导 )率、修正 dc指数的情况也可

以参照上述求法。利用修正后的正常压实趋势线 ,重

新计算地层孔隙压力。

孔隙压力的定性、定量评价可以通过地震、 dc

指数、 Sigm a录井、自然电位、密度测井、声波测井、

补偿中子测井、横波测井、深 (浅 )电阻 (导 )率测井以

及孔隙度资料的分析实现 ;由于深井中异常压力产

生的原因可能很复杂 ,深部探井又具有地质不确定

性 ,因而难以结合异常压力产生的原因而采取与之

相适应的计算模型。使用单一资料或计算模式就难

以判定其准确性和适合性 ,而且所依赖的某种地层

物理测量值在有的情况下不一定反映的就是地层压

力特性。这就决定了定量计算应该建立在定性分析

的基础上 ,只有大多数评价方法计算结果取得一致

性 ,才有可能确定异常压力地层 ,取得较为理想的计

算结果。作为综合评价 ,必须既使用建立正常压实趋

势线的方法 ,又使用直接计算方法。

应　　用

上述的地层压力评价方法已在多口深部探井中

应用。 冷科 1井完钻于 1998年 4月 ,完钻井深

5200m。利用该系统对地质、地震、钻井、测井和测试

等资料进行必要的校正编辑后 ,再用多种计算模型

和技术进行综合处理 ,来确定上覆压力梯度、孔隙压

力梯度剖面。在钻前主要利用地震资料进行预测。冷

科 1井钻前预测压力剖面见图 1。 该井没有参考井

资料 ,地质设计中仅提供了图中所示的地层孔隙压

力系数。 在钻前利用所研制系统计算出的破裂压力

剖面 ,与钻后评价结果差异不大。

图 1　冷科 1井钻前预测地层压力梯度剖面

实际钻井过程中 ,利用了多种资料处理模型进

行计算 ,一些计算环节中间参数的准确处理结果证

实所采用的关键参数转换模型有较可靠的精度 , 能

够用于压力计算模型的计算。 如表 1列出了从冷科

1井声波资料转换密度数据中随机取出某一井段的

情况。利用地震资料转化也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可

以保证计算上覆压力梯度的精确度 ,从而使后续压

力计算有可靠基础。通过综合评价 ,最后得到冷科 1

井全井的压力梯度剖面 ,如图 2所示。表 2列出了其

中孔隙压力计算结果与在钻井过程中通过井涌、溢

流判定的孔隙压力梯度值和试油、试压结果的对比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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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冷科 1井部分井段声波资料转换密度情况

井　深

/m

计算密度

/g· cm- 3

密度测井

/g· cm- 3

声速测井

/μs· m- 1

密度误差

百分数 /%

3425

3426
3427
3428
3429
3430
3431
3432
3433
3434
3435

3436

2. 710678

2. 694696
2. 691403
2. 701288
2. 738264
2. 712692
2. 707096
2. 710929
2. 710347
2. 701665
2. 681765

2. 691105

2. 720

2. 696
2. 671
2. 687
2. 693
2. 702
2. 698
2. 683
2. 671
2. 673
2. 659

2. 715

211. 263

220. 239
222. 089
216. 537
195. 770
210. 132
213. 275
211. 122
211. 449
216. 325
227. 502

222. 256

0. 34

0. 05
- 0. 76
- 0. 53
- 1. 68
- 0. 40
- 0. 34
- 1. 04
- 1. 47
- 1. 07
- 0. 86

0. 88

图 2　冷科 1井全井计算地层压力梯度剖面

小　　结

1. 对深部探井的地层压力 ,综合依据地质、地

震、钻井、测井、测试及实验室分析等资料 ,应用合适

模型在钻前、随钻和钻后各环节可使之逐步精确化 ,

为钻井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

表 2　冷科 1井地层孔隙压力计算误差分析

井　深

/m

计算值

/g· cm- 3

随钻显示

及试压值

/g· cm- 3

误　　差

/g· cm- 3 /%

1696
1757
1791

2192
2757
2776
4112
4302
4671

1. 634274
1. 727122
1. 595867

1. 673344
1. 729982
1. 711825
1. 275975
1. 555740
1. 315687

1. 61
1. 76
1. 73

1. 68
1. 80
1. 93

1. 2782
1. 6374
1. 3107

0. 0243
- 0. 0329
- 0. 1341

- 0. 0066
- 0. 0700
- 0. 2182
- 0. 0023
- 0. 0816

0. 0049

1. 485
- 1. 868
- 7. 753

- 0. 396
- 3. 890
- 11. 30
- 0. 177
- 4. 984

0. 377

2. 地层压力计算模型里的中间参数 ,如体积密

度、横波时差、泥质含量、孔隙度等 ,对计算结果影响

很大 ,但使用合适模型对深部探井有关测量资料进

行处理可使之精确化 ,以保证地层压力模型的计算。

3. 对影响地层孔隙压力计算的关键问题

正常压实趋势线进行研究后 ,使地层孔隙压力的计

算精度有很大提高。

4. 研制的“科学探索井地层压力处理系统”具

备不同的压力评估方案。在所建立的软件系统中 ,可

以选用不同模型方法和测量资料来计算地层压力 ,

通过综合分析 ,比较结果 ,可以取长补短 ,提高计算

精度 ,或生成预期压力范围 ,有效地克服了现有各种

计算模型对不同区域、不同条件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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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CONCEPTS ON 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THE RELATED TECH-
NOLOGIES

by Li Kex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 raditiona l concept on fo rma tion damage , that the reserv oir is "killed " by

drilling fluid of high density is false and lack o f scientific foundation. A larg e amount of labor ato ry and field tests show that

ther e are 2 majo r causes of fo rma tion damage. One is the g reat differ ential betw een higher hydraulic pr essure in the w ell and

the low er fo rma tion pr essur e; the o th er is the incompa tibility be tween drilling fluid type and fo rma tion r ock. Th e causes a re

fur the r studied from the th eo r 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fo r formation pro tection ar e also de-

sc ribed.

Subject heading　 pro tection　 oil and ga s reserv oir　 differentia l pr essur e　 banlanced pressur e drilling　 formation dam-

age　drilling fluid　 filter cake

METHODS TO ESTIMATE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IN WILDCAT WELL
by Liu Yansheng , Su Yi′nao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 thods used to estima te formation po re pr essur e in th e deep o r ultra- deep wildcat

w ell. A method is optimized ba sed on th e ana ly sis to the r elated calculating models of covering pr essur e and po re pr essur 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drilling prac tice of deep w ell. The optimum method is established fo r formation pressure

calcula tion befo re , while and afte r drilling , w hich makes the best use of g eolog ic, seismic, lo gging , drilling , RFT and w ell

kicks da ta , making the pr essur 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mo re sy stematic and mo re pr ecise w ith each stag e o f drilling pr ocess.

Subject heading　w ildca t　 formation pressur e　 pressure prediction　 pressur e g radient

A NEW WELLBORE SEISMIC PROSPECTING TECHNOLOGY
by Han Jiyong , Li Ling, M u Zesh eng

Abstract　 Seismic w hile drilling is a new wellbo re seismic tech no lo gy. It uses the v ibrations pr oduced by a drill bit while

drilling a s a dow nhole seismic ene rg y source, and the continuous signals g enera ted by the drill bit ar e recorded by a pilo t sen-

sor attached to the top o f the drill string and by receiv ers loca ted a t selected po sitions around the bo reho le. The signa ls a re

pro cessed by way s o f cr ossco r relation and deconvo lution. Subsur face conditions ( lay er v elocity, depth o f r eflected- inter face,

etc. ) ahead o f the drill bit can be predicted at any time during drilling without tripping out o f the hole, and the seismic data

ar e available a t the w ell site fo r real- time drilling decisions.

Subject heading　 seismic log ging　 seismic wave　 signal　 cor relation ana ly sis　 da ta pr ocessing

THE CASING PROGRAMS FOR THE TROUBLESOME DEEP AND ULTRA- DEEP

WELL
by Zou Deyong , Guan Zhichuan

Abstract　 The ca sing prog r ams applied in our petr oleum industry at present is single and has no enough casing interva ls

to insula te mo re t roublesome fo rma tions, and it canno t meet the r equir ements of deep and ultr a- deep well drilling in trouble-

some geo lo gical conditions. In this paper, th e w ays to incr ease the casing inte rv als in casing pr og ram design are discussed, e.

g. , incr ea sing the uppe r ho le and casing size, applying slim hole drilling tech no lo gy , using non- joint casing and reaming bit,

and optimizing the matching betw een casing and ho le si ze, etc. Six new types of casing prog rams ar e proposed, and these new

prog rams may be helpful to the troublesome deep and ultr a- deep w ell design.

Subject heading　 complex structure　 deep well　 ultr a- deep w ell　 casing pro g ram　 design　 project

DIRECTIONAL DRILLING TECHNOLOGY OF AN EXTENDED REACH WILDCAT,

WELL GANGSHEN- 69X1
by Liang Zhifeng

Abstract　W ell Gangshen- 69x1 is a wildcat with th e larg est displacement on land in China, which has a displacement of

3118. 04m and a total depth o f 5464. 43m. A series o f advanced techno log ies ar e applied, e. g . , DC electric rig , stepless speed

r egula tion pump and top driv e system, steerable drilling sy stem, pow erf ul dow nhole mo tor , and advanced drill bit. It is suc-

cessfully drilled to the bo ttom, and a la rg e amount of v aluable da ta a re go tten, this g r ea tly improves ex tended reach drilling

technolog y and pushes the development o f o ffsh or e oilfield from the land a rea. This pape r mainly fo cuses on the opera tion and

site management of this directiona l drilling.

Subject heading　w ildca t　 high ang le dev iated ho le　 prime mover　 nav ig ational drilling

STEPPED HORIZONTAL DRILLING TECHNOLOGY
by Feng Zhiming, Jie Jinling

Abstract　 Stepped ho rizontal drilling technolog y, a method tha t realizes the hitting o f 2 ho rizonta l targ ets in a w ell, indi-

ca tes a new stag e in ho rizontal drilling . It inv olv es the process of angle dropping , ho lding and building up befo re drilling into

the second targ et interv al. Th e application o f this technolog y makes the ho rizonta l drilling available fo r developing th e con-

ventional r eservo ir, continuous thin r eservo ir and such complicated r eservo irs as fault- block r eserv oir. The paper mainly dis-

cusses the opera tion difficulties, drilling plan optimiza tion and tra jecto ry contro l, and g iv es the opera tion da ta of 3 w ells f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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